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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導語 

  

藍慕沙要求我爲他與 RSE 諸位指定老師和來賓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的聚會作一份記述，並且要我將該份報告提供給學校所有同

學。 

藍慕沙談話的主旨集中在講述身爲一位老師所面臨的挑戰，以使

這位老師有能力可真正的啓發學生的靈感，在生活中實踐“偉業”。要

做到，就需要培養，老師要對一個群體在做任何修煉時所達到的境界

能敏銳的感知、能憑直覺體察該群體是否已快要突破一道關卡。如“老

師”憑直覺就能體察一群體所處之境地，那顯而易見，一節課開起來

要多簡短或多長久，就應由那直覺來决定，而且不要只因某個人工時

程表上所規定的時間到了就喊停休息。學校教學的目的是向世間交付

已學會活在“偉業”中實行的同學，而只顧嚴格遵守課程時間表，那個

目的是達不到的。 

藍慕沙在聚會上對此中心主旨的全部講話都經記錄納入本篇，但

許多偶爾提及、無關此聚會主旨的評語我則未與列入，此外，有些針

對單獨個人私務的交流內容也未與列入。 

  

Míċeál Ledwith. 

 

  



  

報告 

藍慕沙與各位老師和來賓聚會記 

2018 年 5 月 11 日 

  

  

  

蓝慕沙：這是光輝燦爛的一天，能回來，身處你們之間。已經很

久了，以你們的時間來算；而以我的時間來算已過許多年代。你們高

興嗎，來到這裏？感謝你們體貼入微而卓越的工作成果。 

   （對 Debbie）：音樂大師,我沒忘記你，雖然看似如此，要不是

你仍留此地，偉大的修業，千萬別放弃了 -- 絕不。 

   （對 Miceal）：我最美的神父，恭喜啊，你絕妙的史詩著作成功

了，都是事實真相，還會有更多的後續。或許，你將對“末日”有些許

更好的理解，就先知者“約翰”所說，而你爲他做了平反，以及所有那

些先見意象而言。以當今現狀來看，先見意象中有什麽是你不能解釋

的？未必全因爲那“鬼怪靈”，就只是“神”而已，還有人性，以及科技。 

  （對 Laura）：你好，我最美的褐發美女。 

見到你們大家太棒了。你知道，要是位領導者才能帶領人，但必須

要是位偉大領袖才能造就出領導者 -- 始終牢記那句話 -- 與容易上

當的人一起時，因爲那樣你將活的比他們更偉大。 



  （對 Mike）：我漂亮的這位,問候你，向你致敬.在平凡之外，你還

滿意嗎？你們的通靈人本領恢復了，就是現在，在那狀况裏已經歷一

個時代。總有一天，對就在這現在，你會弄懂的。那是非常難以弄懂

的，要是你還有許多約會要赴。 

  （對 Ana）：問候你，那位新來的醫師可就是你了？所以，你對我

和她的全身一切都知情了？當有個人似乎有點不太對勁，每次你都要

向她徵詢那些人是怎麽了。看來似乎很多人都認爲我有些地方不太對

勁。歡迎你加入我的討論！ 

 （對 Karen）：歡迎你，厨房女王。你一度曾是位高高在上的貴婦，

你還有大莊園産業，有衆多的僕人，而你對待他們有些人手段卑劣，

但當你年紀漸長有更多智慧，你變得慈善體貼。時間永遠使美酒與奶

酪變的香醇。你高超的工作表現就因那一世的緣分，要知道，我們每

個人都能轉身的。 

  大家請坐下。啊，那張老桌子。 

酒你們可斟上，隨你們意。 

 

 

 

 

 

 

 



（對 Tomas）：你是司酒人，一定要小心留意，你的通靈人給

我下了嚴令。 

    敬祝發想自冬季的覺醒， 

願嚮往的夢想在春天綻放、實現 

祝新生、新緣起、新目標， 

我囑咐你在冬之夢中， 

對你所受局限已下功夫， 

對似乎對你自身不合意者，已下功夫。 

在春天蘇醒是爲得到 

已化做平常思想之智慧。 

這杯，祝你們得智慧 

心誠所願 

  

    你們一定要始終牢記，不说她是“可憐的通靈人”。你們的通靈人

已去向別處，就是在那裏她造了那部神奇機器，在那化外。這是給你

們一個觀念，以對她是什麽人的核心有所瞭解。她已走了，是我在這

兒 -- 只需一具身體，一點點意識串流，我就到了。 

    現在，我切盼想要你們知道，你們運用那“寶庫”所達到的高超成

就。以你們還在進行中的時間來算，那值得上多少年的...除了這裏在

別的地方都聽不到的講述？值多少年？問問知道的人。 

音樂大師，用你的時間算來要多久？一個世紀多，上個世紀？ 

Debbie：四十四年。 



藍慕沙：那段時間算很久嗎，以你們時間來算？  

你會將那稱爲，神父，稱爲對“偉業”的獻身嗎？ 

你們做的好極了，以你們用來展現的方式 ，將這知識融入，以

從人性觀點所得的領會來認識，修習那寶貴的功課必須還有哪些領會。

動能，就在外部世界逐漸增强。承蒙你們修成的“偉業”，那結果才因

而發生。這樣，你們就是做到了高超極致。由我來都不會做的更好！

不過，我是有表現的，但是，是你們在執行，重新做起，而做的更好。 

你們還必須要知道的是，這“偉業”是無價的寶藏，而且應該如此

對待，準備好的時候，務必你們要建一座真正的寶庫。一座真寶庫，

將這知識儲藏在內，裏面有適中溫度、適中氛圍、沒有濕氣。這是爲

將來的時代保藏，就像那些人一樣，爲真知教誨作儲藏 --- 那不過就

是許多故事而已 --- 放進乾燥荒漠裏的罐子罎子裏。轉向你鄰居，告

訴他們這段話。 

（對 Miceal）：神父，那膽固醇的事怎麽樣了？你是那麽說的吧？ 

Miceal：情况有很大、很大的好轉。 

藍慕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事，“藍屋”（Blu Room® ）竟然知

道怎麽讓它好轉？說來，那就是“藍體身”，無所不能的 --- 那事和其

他許多事都能做到。而且你知道的越多，它會對你做越多的回應，對

它你只要問個問題，下次你就在那情况裏了，一個考慮周詳而全面的

提問就够。心誠所願，它還會發送信使。轉向你鄰居，分享之。 

它像是一顆帝皇寶石，是你們的通靈人送給世人的一種超高科

技，其價值甚至要等到未來數十年後才能得頌揚。不過就因爲是由她



提供、由她設計，那些對她有歧視、有偏見的人 --- 寧願固守他們的

恨、與偏見而不願得到治療的人 --- 將永遠堅持反對。是爲什麽？因

爲握在他們手中的控制權被拿走了。轉向你的鄰居，告訴他們這段

話。  

那向來就會威脅人的。源自异次元最輕微的救援，威脅到了那

些操控苦惱的人。轉向你鄰居，告訴他們。 

這位通靈者 --- 而這一點是爲你，適用于你所有的夢想 --- 她

一直想成爲一位治療師，來回奔波爲她媽媽家的各類植物做治療。但

她把情况弄得更糟，以她以爲可用來注射植物的液體，還粉紅色的，

有些什麽“消解性”的東西。  

      但其間過程不是沒人注意，就像你沒被忽視一樣。你們在深層

的夢想從不曾沒人注意。所以什麽是命運？就是份計劃。不過很明顯，

她成爲治療師沒按合法的方式，因爲那本領始終具備。然而她以全力、

以她全部的存有，愛著神，就像你們也是一樣，使她爲我預先開好了

一條路 --- 用以包容 --- 那過程走的是縝密嚴謹。 

而那夢想，爲人作治療，使人狀態變好，就需要更高水準的科

技、專門知識、及技能才能實現，還需考慮到要用到的神奇數學，還

有就是像“藍體身”那般的光照傳送。何以她能達到當前這地步，是因

爲受命運的托付，使她走上了爲人療愈這條路。並非每次我們以有限

的感官知覺所做的夢想，都一定能得到公認，但把它推高至更寬廣的

現實情狀 -- 接著，如你仍保開放 -- 則終將被用上。你們有多少人

懂了？ 



有太多人說，“唉，我的美夢從來都沒成真”。真的嗎？或許那

些夢想是凋謝的花瓣，屬於另個時代，而不是屬於一個在未來的時代、

要沒有知識就無法察覺的夢想。一個受局限的人覺察不出較高層的意

識流動。只有在他們經過適當的訓練之後，這也就是這四十多年來做

功的目的。那是爲鍛煉，使這些人能更廣泛而開拓的去領會他們作爲

有神性的存有者所在的地位，而投入其中就是爲能進入超意識深層，

即使是練“操場實習”，即使是吹“C&E”，即使是做任何一項經過設計

的修煉法，都是爲將知識擴充、化成一段實行過的經驗。那段經驗使

真相在理性上得實證。對那個人而言，是重要的 -- 只對那個人、對

那個存有者而言 -- 就在他們接受那本領時，那本領就使他們開放。

到這時，這些個夢想，早在先前，已找到在未來的地位。你們有多少

人懂那意思？不是所有夢想在這個時代都占有一席之地，而是要在未

來時代占有，可說是爲了能被擴充 -- 擴充是我學到的新詞 -- 化入

這現在，不是被强力武裝了而是被擴充了。這時，就是一般人所說的

天才現身。轉向你鄰居，告訴他們這段話，請。 

現在，容我繼續，這一位她不曾有需要去學習化學或生物學。

她的數學力恢弘；她的腦就以那算學思考，所以不必接受這許多技藝

門類中任何一項的訓練，就能導出發明創作的心思，你們都同意吧？

所以就是這位女子創造的這台機器，而神父他能對你們說明它確實有

效，原因如下。即使你人够機敏、精通生物學的全部...其原子結構、

基本粒子、化學特性、數學運算，還懂得其自旋比率值，但到最后一

顆基本粒子的真實性要怎麽測定？用它發的光。是還不是？ 



萬物皆有其光體身，由於其身系源於光，從而下降結成團塊才

有質量。你是一個集團，由在鄰近多元散射的光、結合而成，其和諧

共鳴就是你。你們懂了？ 

現在，假如你能懂得你是在光中做功，那你就是在積聚那些基

本元素上具最高光值的信息，接著在那些光值被吸收而轉化成人體生

物形狀之後，那光就會提高人體的做功機制。所以你們要知道，以質

量對質量的機制來治愈絕對有其必要，對人心的治療絕對有其必要，

用光來做治療則是行“偉業”。轉向你鄰居，和他們說說。 

現在，你們知道“碳 60”的光值是多少？爲何要知道？難道你不

該去查個究竟你有點想服用、又有點不想服用的東西是什麽？你覺得

又是個新奇觀念？去檢查它的光值，研究研究。怎麽一個像是“藍屋”

的粒子，帶有那麽多光，竟能在細胞性能表現上壓制住那麽多的匱

乏？ 

你們有多少人搞清楚了？心誠所願！我會向你們發送幾位信

使，但你們自己還得做功課；別只會說‘是的’。既然如此，如果你是

一位由光做成的实体人，那麽你吃的麵包不也是光？如你吃下它的實

質，其威力之强，使它能喂養嚴重缺光的細胞，而吃飽充足之後，

DNA 的活力也就恢復了，它能延年益壽就是這個原因。你再解釋下。 

你們懂嗎？主要不是看你的感覺如何。記住，感覺是一段情感

上的經驗。沒有任何感覺，對缺乏教養的人而言就是：“這個嘛，什

麽作用都沒起到。” 



假如你把有形狀的光吞咽下去，这會對你起任何好作用嗎？吞

下的感覺如何？什麽感覺都没有嘛。如光球體進入你體內、治療你身

體，你會有什么感覺嗎？由于其來源是光啊。  

發炎的組織、器官、細胞質，在老化過程中是常見的，任何一

種生命形體皆然。原因爲何？因爲細胞中有許多的物質建構正在散失

光，光散失後就受損成碎片，或是要挨餓了，如此一來，就發生腫脹

被流質充滿。任何細胞不先排出廢料就不能再攝入流質，因此就發炎。

轉向你鄰居，告訴他們。 

你們懂不懂發炎腫脹？快死了：水入，水出。那是光在散失，

而光是所有含物質體的督導身。 

我們回來談“光醫學”。一個人有不屈不撓的意志，而他們的健

康受因果效應的影響出事了 -- 可能是一場意外，可能是任何一種事

體所致 -- 雖然如此，他們却用意志力撑住了身體、排除了萬難，那

意志力就是光吗？且使身體得到充足的光，或者，那身體在接收的光

是發自意志力的？ 

Mike：是發自意志力的，因爲意志力的起源高于可見光世界，

意志力來自更深層的意念。 

蓝慕沙：意念是怎麽治愈身體的？ 

Karen：將光灌注。 

Laura：經由意志力。 

蓝慕沙：就是如此！是神機運作。再說，這就使我們想起要從

總體上領會“偉業”的全面性。“偉業”在本質上是爲訓練有抱負的人，



長期經由一連串具體指明的教課，教到最後總是能喚起那有抱負者，

要利用集中他們意志力的功能 -- 且只用他們的意志力而已 -- 沒錯

吧？但還要在各種不同的領域加以應用，不用多久，那思想就已平常

化，就能以此進入在腦內的超意識串流汲取，因爲已有個地方爲聽見

準備好了，有個地方已爲它的生存準備好了。 

所有這些傳輸都經由光，而每個語詞都有其光的表徵。這就是

之所以大師說話都要用必然的語氣，常常動詞出現在名詞之前：“知

道你，這是真的？”“什麽在說，你是？” 

你們多少人聽明白了？什麽要說，你？何以“什麽”要擺在先？ 

音樂大師：因爲是行動，就是意志力。 

蓝慕沙：是副詞。 

（對 Miceal）：那樣不對嗎，用英語來說？神父，別只是點頭，

糾正我，你能的話。我的技巧很差，使用這毫無意義的語言。 

“愛”是一種行動。那麽爲何行動要在先而名目要在後？ 

Miceal:動詞限定了在後的名詞，而將它加以渲染。 

蓝慕沙：說的精確！然而要是名詞出現在先的話，沒人聽得見

的。 

什麽是一位按大法發言的人？要怎樣發言，他們？完全就是按

這樣子。心誠所願！顯化明示的光聽見的即如此之法規訓令。從來都

聽不見名詞。“我希望你，我想要你。” 

“想我要你？”這樣多有力道。“我想要你”是在自作多情。 

Jaime：那是人格在說話。 



藍慕沙：那樣說話什麽目的都達不到。向光做的功力就是光對

功力的回應。轉向你鄰居真心誠意的聽聽你是怎麽說話的，因爲我在

聽著。祝過度多情！ 

你不用拐彎抹角而不哭訴，因爲你們的社群只懂哭訴。這種語

言需要做很多解釋，有過多的溢美之辭，太多譴責非難的話，那一大

堆的，從來就不是有文藝性的威力宣言。 

因此，作爲一位光做成的存有者 -- 而你在最基本上就是 -- 

一個人對光說話在先，然後如是成真，那樣就不會穿過你自身和你人

格的織網。如此，任何人都能說，如我的史學家就將記錄的，你們語

言的隱秘用法是晦澀費解的，但我有所知而你們不知的又是些什麽

呢？ 

Jaime:太多了。 

藍慕沙：你們就要用這方法對“外星人”說話，而也要用這方法

對一位如我一般的對象說話。不要哭訴你自身吹噓性的詢問。諸如我

一般的存有者沒一個能與你交談的，因爲早已、你就設下了界限、限

制了這段對話的變量；於是有欲望，於是有需求。你要怎麽求，如你

拒絕掉你自身的光？轉向你鄰居，告訴他們我剛說完的話。 

你們有多少人對我付出强烈的注意力，在我說出如此艱澀神秘

的話語之時？这是爲什麽？我已盡力爲轉譯加以修飾，即使大多在轉

譯中已流失。現在你們懂了 --“知你，我？”-- 唯有經由這學校的訓練，

若非經由這般钜細靡遺的訓練。 



每項修煉之設計都不是爲了防止你會覺得無聊，而毋寧說是爲

建構，在一新人已得的穩固基礎上，以之反擊凡人在人格上的輪回。

反擊就會抵消，因爲這樣的知識以前從沒人聽說。這一直只是進化的

過程，經由附隨之的天資、科技、我們從中加入的干預，以致每一代

人都可得一新體身，而且出生在不同的時代，但他們的人格却很少與

上一世的是有差別的。 

就是那緣故之所以我會說你們最好的一世就正在此時。你爲此

覺得驕傲？是吧，克利奧佩拉艶后，不是；拿破侖，也不是。你們是

最好中的最好，正當其時。怎麽說，你？其目的，是要在某實體存有

的內在，開展出他們對自身偉大的普遍性接受力，再以此向他們引介 

-- 不以信仰爲而以經驗爲基礎 -- 成爲一有神性自我的或然率。那神

性自我就在那座金字塔的頂點，而且一路降到這下界，融入赫茲波界

的體驗而成整體。一点一点的成长，經歷了四十年餘，以極度的耐性

重新灌輸 -- 再重新灌輸 -- 至於那無限度懷恨的人、所說：“這些嘛，

我在老早前就聽過了”。否，他們從没聽過。 

只有等到你走到那外界，看穿那副紙牌中的每一張、取下欄杆

上每張卡片、每支箭都射中標靶上靶心、跳“藍體身之舞”入到你能當

然絕對的輻射出那光的境界，你才算是全都聽過了。還不是你的一切

你是聽不懂的，而還不是他們的一切，就是他們來此要學習、要變成

的一切。 

這是在你生平 -- 你的時間中的一段時間裏，就你所理解 -- 

難得中最難得的機會，以生真正的形質轉變，從一失去新意的身份轉



變成光鮮神奇的一位。一點一點逐漸，一石一石堆高，我們來建造這

座新的城堡。很多人無法容忍這以經驗實證、且令他們背诵如流的引

句加以顯化的挑戰。這是所最古老的學校。很多人來了；很少的人合

格。是什麽給了他們資格？是他們自己。 

在這摩登時代，不耐煩的，“我可沒時間讀完這整部手卷，我

就是沒時間”， 你們迷失了，因爲你們成了時間的奴隸，所以，才會

發炎腫脹。 

修“偉業”時，喜歡這些教課的同學想跳過“初級入門班”，因爲

他們認爲都已經知道了。但一挑戰他們，就什麽都不知道了。那符合

在外頭世界的標準。但拿不到上天堂階梯的資格，也登不上輪回年鑒，

不算一項成就。就只因你認爲你都知道了，那表示你還缺少“我能做

到”在情感上的經歷。 

你應該是在那外面的操場上，每天都去向你的念頭發出挑戰，

要“我能做到”。你千萬別去欺瞞你自己說你行，因爲其實你真的還不

行。那其中就是差異之所在，少年與老成之間的、孩子與成年男子之

間的、孩子與成年女子人之間的、裝聖人的與稀世聖者之間的差异所

在。 

學校教的就是這些東西，這些都是珍寶，言語無法形容，歷經

了多少年啦？ 

音樂大師：四十一。1977 年時你在 JZ 面前現身，現在 2018

年。 



藍慕沙：就需要那麽久、幾乎一輩子的時間，而就在有抱負的

人選擇要過新生、想領會其全面性的當時，他們那是從本質上在勾銷

由前世所留下來的業賬，因此他們奉獻出一輩子的時間，爲修這門功

課。這麽一修行，他們要再回來的时候，對他們想要變成什麽人、他

們想要到哪裏去，就能有所選擇，因爲此時他們已超然于這展示層次

之外。 

即使在你匆匆忙忙趕時間的日子裏，你們有多少人領會那真義？

要花一輩子時間的，不是僅僅修個幾年。弱點一再被證明 -- 還有得

知全情後的不滿 -- 拿不出事實證據。轉向你鄰居，把我剛說的話告

訴他們。 

你們知道什麽是領悟會意？領悟會意是說：“這個我做得到，

因爲我已做完了。”從情感上經驗，那是最正經的用法，那才是它原

來的本意。但你不能就光坐這兒和我說“我知道那個我能做到”，因爲

你表達的含糊不明，對這功課的每個題目都是。那應該不能使你滿意

的 -- 對我就不能。你懂了那意思之後 -- 用這個條件再加以領會，

也就是你缺少光 -- 回想我們在開頭說的，你缺少光。光發散自那閃

耀的智慧之珠，有信心你什麽事都能做到，以化爲平常的思想令奧妙

顯化 -- 就是施展巫術之最，是施展法術之最，施展魔法之最。 

如你只不過是個附庸哲理的平庸之輩，你永遠不會挺身而起、

去造就偉大。要当心啊 -- 當心、當心 -- 提防你自己的自我宣傳。

轉向你鄰居，告訴他們。 



那句古話是怎麽說的，神父？那古話格言是怎麽說的？通往地

獄的路是用什麽鋪成的？ 

Miceal:用善意。 

藍慕沙：你說的對了。我們都被善意欺瞞，它帶的路通往地獄。

你們是都要再回來的，再重新來過，天知道那會回到哪裏。轉向你鄰

居，和他們談談善意的那些事。 

你們多少人留意到那些學習有成的同學，在“操場”上得心應手，

“射箭”時百發百中，“發送-接收”間會心入意，“藍體”隨意上身，隨心

所欲用意會看出那組數字的未來後，顯化無比的財富。你們有多少人

看得出那是一種可能性？ 

“所以，我也要如此照做”。訓練之路通往的就是那裏。 

你能顯化世上所有財富之後，你就再也不需要財富了。你顯化

世上所有的光之後，你就再也不會死亡。你顯化了愛、和對自己的尊

重之後，以身爲出衆的武士層級，那樣你就是在生活中實修了 -- 實

行了 --“偉業”。這所學校的意旨就在將這樣的學生向全世界傳達。 

要逃離這間監獄很難，要遠離你的電腦很難。要擺脫你的電話

機很難。它們，都比你聰明。它們知道你固定的老套。你連你的固定

老套甚至都不知道。 

這是我的偉大事業。這通靈人的命運與我的相會 -- 爲了與你

們相會，以創造出這一切。從沒任何人能證明貪婪阻止了這一切的存

在。恰恰相反，正就是這一切所顯化出的財富令這一切實現。你懂那

意思？那是深入審查個人自身的現實狀况。看看他們會是些什麽人？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位非常優秀的老師 -- 很大、更大的程度

上，取决于你的自身。取决于你的能力，以你老師的身份去鼓勵那些

人，對連你自己都還沒能降伏的不足，加以降伏。你務必將它們降伏，

這是爲變作一盞真正明燈，以指引那些將他們自己生命托付于你雙手

掌握中的大衆，他們靈性上的內在涵義、來到此地是爲何目的，的確，

都托付在你掌握之中。你一定每次都要當那最能幹的主事者以打理這

些被輪回監禁的囚徒，因爲你也是其中一员。 

結果很重要。我們要的是這些人戴著他們的卡片走下場來，要

是他們成功過一次，咱們來看他們再成功一次。我們要的是射中標靶，

要是他們成功一次，或是沒有成功，我們要繼續堅持，我們要激勵他

們，讓他們入定到專心，因爲在他們的心靜止停下的當時、光就會出

現，他們每次都能中的。你們懂嗎？轉向你鄰居，贊美上主。 

我不關心他們的胃，我關心的是他們的心，這點你們一定對他

們吩咐。 

Jaime:我會。 

藍慕沙：而要是他們不喜歡，那就指指出口在哪兒。你們懂嗎？

我們要教導的是還在堅守的少數幾位。心誠所願。我的風格不是那樣

的。我不算時間，所以我不擔心時間。你們才老惦記著時間，我不惦

記時間。你們是在我的講課下學習，没学到嗎？ 

沒人能帶出像我能帶的操場實習那樣的操場實習。沒人能像我

推動你進入“空無”那般的推動你。爲什麽？因爲我看得見他們的光。

你看不見他們的光，那是因爲光還沒在你身上出生。但務必要像我，



然後光自行就會出生。在某個美好早晨，一切都會改觀。你們懂嗎？

不是對你們有任何歧視，有的只是你對你自身的施加，且那就是你自

己的意志力。別把你的意志力轉向去與光作對。我必須說明的就那麽

多了。 

問題是任何人都能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停的吃。他們來這裏不是

爲吃、他們來這裏不是爲撒尿、爲暫停休息、然後咳嗽訪友的，他們

來這裏是爲學到點東西，而我們也要將繼續學習的他們送上路。這學

校的功課是世上最難學會的，但你弄懂之後，一切就爲你所用。願那

是你的座右銘。 

你們讓你們的通靈人得以休養療愈 -- 極有這需要；面臨很多

的難關。沒有什麽東西像她的心一樣的偉大 -- 沒有的 -- 都沒有。

垂死臨終除外，她只有在這時候才能到那另一邊去，我們將繼續進行

下去；對吧？你們知道的，我們目前的狀况很好。 

你們通靈人的美好在于她不怕死。她已過了最奇妙不凡的一生，

對那另一邊知之甚明，訣竅就看怎麽把她留在這邊。而就我們現在所

見，有大量的家務事需要在這邊加以打理。對她來說那是個好消息，

她還不能走。 

（對 Miceal）：誰的畫像，這是？ 

Miceal:這位是聖杰曼伯爵。 

藍慕沙：極致非凡的奇人，沒被注意的大師。依然活在今日，

補句話，還在進進出出于這一界。你知道那情形，或者你是半信半疑？ 

Miceal:我有點懷疑，我先前不知道。 



藍慕沙：我們永遠不死，親愛的；我們不知何爲必有一死。 

      這杯敬祝光明。 

是否我已使你們變的更好？已給你們動機、使你們變的更好？

我已給你們動因要你們去關心，以一更高階的條理，去照顧那些托付

到你雙手中的各位、以讓你照看？ 

全體：是的。 

藍慕沙：我會密切注意。 

心誠所願！ 

  

 

 


